
雲岩區處於貴陽市的中心城

區，人口密集，商業貿易發達。

但是，全區地域面積只有 93.5 平

方公里，城區的位置、狹小的面

積等等，這些因素都或多或少地

制約了雲岩區的招商引資工作。

獨闢蹊徑「巧」招商

吳坤玲告訴記者，為了更多發

揮中心城區的優勢，規避面積狹

小的劣勢，雲岩區討了個「巧」，

即根據實際情況，以現代服務業、

旅遊、文化、綜合樓宇為重點招

商方向，以產業招商、片區招商、

棚戶區及「城中村」改造項目招

商、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招商、環

線城市帶項目招商、樓宇招商為

重點招商領域，以世界 500 強、

內地 500 強、民企 500 強為重點

招商目標，着力引進一批帶動力

強的大項目、好項目。

令人欣慰的是，2012 年，雲岩

區成功引進了簽約金額為 90 億元

的貴陽中航城城市綜合體項目、

簽約金額為 70 億元的三馬片區金

西大道延伸段項目及世界 500 強

企業山東能源集團礦業有限公司

等大企業，正一步步朝着區級「引

進一個，帶動一片」的集聚效應

目標靠近。

同時，雲岩區對區內招商引資

重點項目進行了摸底，積極做好

全區的項目儲備，以便在發展中

保持足量、流動、持續。目前共

篩選出全區閒置樓宇項目 20 項；

北線小關湖鹽沙路沿線項目2項；

二環四路項目 20 項；棚戶區、城

中村項目 23 項。

　　　

雲岩來客 敲門招商

吳坤玲表示，目前雲岩區的招

商，不僅是在經濟發達地區辦項

目推介會，還瞄準了一些實力企

業，誠意相邀，讓其到雲岩區實

地查看、感受、評估項目。

2012 年，雲岩區分別赴香港、

深圳、廣州、成都等地敲門招商，

並與中建四局、廣東利海、四川

川威、強興房開、航程房開、深

圳勁嘉等企業對接洽談，促進在

建項目的推進，達成合作意向。

據統計，在雲岩區上報的引資

大項目中，由黨政主要領導帶頭

引進單個投資 4 億元以上的項目

6 個，總投資 340 億元。目前，

已全部開工，分別是貴州山橋農

資物流配送中心（二期）項目、

貴陽市中航城城市綜合體項目、

聖泉流雲花園·林城國際項目、

萬隆國際（貴陽市東山古玩城）

項目、雲岩區江西村棚戶區舊城

改造項目、省科學院及周邊棚戶

區成片改造項目，開工率 100%，

實際到位資金 60.994 億元。列

入系列招商省級調度項目的共 3

個，分別是大營坡文化產業中心

建設項目、貴州三橋農資物流配

送中心二期項目、東山古玩城項

目。這三個項目簽約金額 86.76

億元，截至目前實際到位資金 34

億元，資金到位率 39.19%，合同

率 100%，開工率 100%。

與此同時，雲岩區主動邀請

重要客商來考察洽談投資事宜。

2012 年，邀請了中渝置地、中鐵

建工、深圳華強、中建海外、萬

達集團、昆百大、龍湖地產、寶

海集團、北京怡美、萬科、重慶

德傑等企業到雲岩區投資考察，

分別簽訂了黔靈鎮西瓜村仙鶴路

棚戶區改造項目協議書、北京東

路拆遷安置房——百花新苑項目

協議書、毓秀路成片改造項目協

議書、友誼路、寶山北路棚戶區

改造項目協議書、貴陽老百貨大

樓地塊改造項目協議書、成鐵貴

陽辦事處停車場地塊棚戶區改造

項目協議書，貴陽中航城城市綜

合體項目協議書、貴州湘貴綜合

物流中心協議書，省內外企業簽

約額 1200 餘億元。

吳坤玲介紹，只要有機會，哪

怕是順路到了企業的總部所在地，

雲岩區的領導也會專門抽空拜訪

引進項目的總部或者公司所在地。

2012 年 6 月，在隨全省赴港招商

途徑深圳時，雲岩區幾位相關領

導就率隊專程拜訪了中航城公司。

雲岩區招商的真誠感動了投資者，

也間接促成多個大項目落地。

　　　

「進得來」緣何「留得住」

為了讓項目能「進得來、留得

住」，雲岩區特意建立了項目協

調機制，對已經落戶的招商引資

項目，列出重點，由區領導親自

牽頭聯繫，相關部門全力以赴配

合，同心協力解決重點項目的順

利建設和竣工投產，爭取落地一

個，成功一個，通過以點帶面，

整體提升雲岩區的項目水平。

貴陽中航城城市綜合體項目是

由雲岩區區委書記聶雪松帶頭招

商的項目。對該項目，雲岩區投

促局通過周報表制度的形勢，堅

持每周做好跟蹤推進工作，並實

行專人負責，全程介入協調具體

問題，做到每周一報，提高了項

目合同履約率、資金到位率、開

工率。

對於眾多投資者抱怨的重災

區——項目審批程序，雲岩區也

進行了改進。比如，對投資者建

立項目服務機制，清理行政審批

項目，減少審批環節，規範辦事

程序，採取引導、溝通、協調等「柔

性」辦法，從項目的洽談、選址、

辦證、落地，投資促進局都會派

專人進行全程協調服務。

吳坤玲幽默地說：「這就是所

謂的『只要你來幹，手續我來辦』。

實際上很多已經超出招商部門的

工作範疇，但是我們都盡量做，

目的就是要促進我們雲岩區的經

濟和社會發展，也要促進雲岩率

先實現小康，建設我們的幸福雲

岩。」

　　　 

「二次招商」列重點

2013 年，雲岩區招商引資目

標任務是，省外資金 169 億元，

同比增長 30%；市外資金 190 億

元，同比增長 30%；實際利用外

資 7418 萬美元，同比增長 30%。

下一步，雲岩區將重點做好百

靈·時尚天地、北京路元隆廣場、

大營坡中大國際、銀通花園廣場、

新添大道大上海商貿城等 20 處新

舊樓宇資源的招商宣傳工作，同

時與舊城改造項目掛钩配套，陸

續更新已建成或即將建成地塊上

城市綜合體樓宇二次招商推介，

加快雲岩區在建的東線中天集團

「未來方舟」、「萬科·玲瓏灣」、

漁安新城等 3 處項目開發建設進

度，做好項目內子項目的二次招

商及宣傳工作，還要將威清路、

友誼路、文昌閣、毓秀路、半邊

街、茶店、麻沖、市北路、九華

路等 9 處地塊舊城改造作為重點

招商引資項目進行推介，打造多

個城市綜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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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引进了签约金额为
90 亿元的贵阳中航城城市
综合体项目、签约金额为
70 亿元的三马片区金西大
道延伸段项目；此外，山东
能矿业、光大银行、香港滙

丰等一系列国内外知名企业
已成功入驻……

在贵阳市云岩区投资促
进局 2012 年工作总结中列
出的这张成绩单，不断刺激
着局长吴坤玲的神经，她兴
奋地告诉记者：「之所以能
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就在於
云岩区能够在有限资源内因
地制宜，扬长避短，招大商
引强商，加以亲情服务，让
客商能进得来，留得住。」                                                                    

香港文汇报记者  郎艳林  
云岩报道

「弹丸」云岩的「洼地」效应

「外人看來，招商引資似乎只

是投資促進局的工作，其實不然。

將投資者引進來，需要全區各個

職能部門密切配合，才能促進項

目快速落地。」談起雲岩區各個

兄弟單位對投資促進局工作的支

持，吳坤玲頗為感動，因為，各

個部門之間聯動，曾為她爭取到

了一個內地 500 強企業——中國

光大銀行。

現在的中國光大銀行，已經在

繁華的紫林庵地段擁有一席之地。

確定落戶雲岩，是在去年一個星

期五的下午。吳坤玲記得，下午

四五點左右的時候，她接到消息

稱光大銀行同意落戶雲岩，但是

要在當天之內辦好工商營業執照，

因為他們要在周末飛回總部去匯

報工作。

按照規定，一般周五下午，是

工商部門進行政治學習的時間，

不對外辦證不說，當天恰巧辦證

科的科長生病在家。但是如果不

辦好證，就耽誤光大銀行人員周

末回總部匯報工作。怎麼辦？

知道了這種情況後，雲岩區工

商部門亦給予積極配合，生病的

辦證科長從家裡趕來加班，於當

晚 9 點左右辦好了光大銀行的工

商營業執照。周末，光大銀行人

員按時回總部匯報工作。

兩天後，星期一的早上八點多，

雲岩區投促局協同區質監部門，

陪同光大銀行人員繼續辦好了機

構代碼證和稅務登記證。

吳坤玲說，一直以來，雲岩區

就有個光榮傳統：各個部門密切

配合，國土、規劃、棚改、徵收、

建設、招商和三馬片區指揮部，

在推進項目過程中，各個部門齊

手、聯動，共同為項目進行服務，

充分體現了貴陽的城市精神——

協力爭先」。 

部门联动  共同推进「都市型工业园」
如何补「短板」

縱觀雲岩區的招商項目庫，二

環四路城市帶、棚戶區改造、基

礎設施建設、樓宇經濟、片區招

商等等，唯獨沒有工業項目，是的，

因大部分位於中心城區，工業是

雲岩區招商引資的短板。

不過，2013 年，三馬片區（三

橋——馬王廟片區）已獲得貴陽

市政府批准，成立雲岩區的工業

園區。該園區打破了雲岩缺少工

業經濟的短板。

按照規劃，三馬工業園區內將

包括兩部分項目：一部分是雲岩

區原有的都市型工業，如鄉下妹

辣椒製品、惠誠餅屋等存量企業，

亦留給北京華聯建倉儲中心、國

美電器建物流中心等；在此基礎

上，通過梳理摸底，根據規劃再

對外引進一些低污染、低能耗、

符合該工業園區規劃的新項目。

雲岩區希望以此方式，來彌補工

業招商的短板。

目前，三馬工業園區正在進行

規劃設計，預計 4 月底敲定規劃

方案。

云岩的
「一核两带三片区」

雲岩區利用中心城區優勢，提

出「一核兩帶三片區」發展戰略。

一核，以噴水池、大十字、大

西門、紫林庵為核心，將借助中

華北路、中華中路高檔酒店、高

檔零售百貨業集中的商圈優勢，

積極發展商務商貿、金融、信息

等現代化服務業，加快發展樓宇

經濟、總部經濟；

兩帶，以噴水池為中心向西

延伸，培育頭橋——三橋——金

陽大道經濟走廊，建成連接新老

城區的繁華經濟帶；向北延伸，

培育北京路——貴開路——大營

坡——新添大道經濟帶，構築連

接新老城區和周邊地區的商圈新

平台。

三片區，把漁安安井東線片區

建設成為集旅遊、休閒、娛樂、

居住、商貿為一體的新片區；把

三橋馬王廟西線片區發展成為現

代物流區、高檔居住區和市場帶；

把雅關偏坡北線片區打造成集觀

光、旅遊、居住以及文化創意、

數碼科技等為一體的綜合產業集

群和高品質生態型國際新城。

话你知

■光大银行落户云岩■ 2012 年招商引资项目推介活动即景

■云岩区大十字广场一角

■云岩远眺

■云岩区扶持微型企业发展大会

3 月 2 日：在京舉辦的貴州省面

向全國優強民營企業項目推介會

暨簽約儀式

預計 3月底：長三角招商活動

預計 5 月份：第十五屆中國科協

年會

預計 5 月份：貴州·香港投資貿

易活動周

預計 7 月份：生態文明貴陽國際

論壇

時間暫不明：中國·貴州國際酒

類博覽會

時間暫不明：第九屆泛珠三角區

域合作與發展論壇暨經貿洽談會

2013 敲门
招商计划

1、云岩区教师进修学校及周
边改造项目。投资总额 20 亿元，
用地面积 2.86 万平方米；

2、市北路地块改造项目。投
资总额 8 亿元，用地面积 3 万平
方米；

3、金阳大道沿线规划贵黄公
路北侧地块土地一级开发，北接
金阳新区，东面为长岭南路，南
临贵黄高速，西面为金西大道延
伸段（云谭南路）。投资总额 20
亿元，共计 14 个地块，744.6 亩；

4、宅吉小区周边地块改造项
目。1 地块 : 宅吉小区，北临贵沙
路，南临金仓路，东侧为贵阳电
信大厦。2 地块：南临金仓路，
北临实验二小，西临实验二中，
地块内有实验二小幼儿园。3 号
地块：北至金仓路，西至盐务街，
东临贵阳医学院，含云岩区法院，
云岩农村信用联社，贵医农贸市
场等地段。4 地块：盐务街与北
京路交叉口，西侧为省政协。投
资总额 30 亿元，共计 4 个地块，
14.5 万平方米；

5、贵阳市二环四路城市带小
关生态旅遊板块土地一级开发，
投资总额 100 亿元，可出让土地
3500 亩；

6、贵大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及
周边改造，投资总额 20 亿元，用
地面积 4.49 万平方米；

7、云岩区公安分局及周边地
块改造，投资总额 30 亿元，用地
面积 4.2 万 平方米。

垂 询： 云 岩 区 投 资 促 进 局
86+0851—6679018

联繫人：李朝森

重点招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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